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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週記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十月十日至十六日

我和子強、家文報名參加了學校舉辦的風箏製作比
賽，於是在這個星期開始製作風箏。由於我們對如何製
作風箏一竅不通，所以星期一那天花了很多時間在網上
查找製作方法。之後，我們分工合作，家文負責整理資
料，而我和子強就分別負責購買材料和設計圖案。

星期二放學後，我買了做風箏用的白紙和竹枝等材料回家。爸爸
看了，搖搖頭說：「你買的紙太厚了，用它製作出來的風箏肯定飛不起
來。」之後，爸爸陪我到文具店，選購了另一種較薄和較輕的白紙。

接下來幾天，我們開始動手製作風箏，但過程並不順利。首先是子
強剪出來的白紙不符合風箏的尺寸；後來，家文又不小心被竹枝划破了手
指，流了一點血……但我們沒有放棄，一邊翻查資料，一邊用心製作，終
於在星期五把一個漂亮的金魚風箏做好了。

星期六那天，外面的風比較大，我們把握機會去郊外試放自己製作
出來的風箏。可是，我們經過幾次嘗試，都無法使風箏飛起來。想到大家
之前付出了那麼多心血，最後卻無法成功，我頓時感到有些氣餒。這時，
一位老爺爺走了過來，並告訴我們：「風箏要逆風起飛，才能飛得又高又
遠。」我們那時才明白，原來是我們放風箏的方法不對！後來，在老爺爺的
指導下，我們終於成功把風箏放上了天空。 

看着風箏高高地在天空中飛，我們都興奮地跳了起來，那種成功感真
的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呢！之後，我們把風箏保管好，期望它能為我們在下
個月舉行的比賽中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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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詞語填在第 6 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6. 媽媽經常叮囑我要妥善  自己的財物，以免不小心遺失。

 7.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作者失去鬥志，對自己沒有信心？

   

 8. 為甚麼作者要重新購買用來製作風箏的白紙？

   A. 因為作者之前買的白紙不適合製作風箏。

   B. 因為作者希望和爸爸一起挑選材料。

   C. 因為爸爸不喜歡作者之前買的白紙。

   D. 因為作者想製作出更美觀的風箏。

 9. 作者和同學一開始無法把風箏放上天的原因是    

   A. 他們的力氣不夠大。

   B. 他們沒有聽老爺爺的話。

   C. 他們設計的風箏尺寸不合標準。

   D. 他們沒有掌握放風箏的正確方法。

 10. 根據文章內容，下列哪一項敍述是不正確的？   

   A. 子強負責設計風箏的圖案。

   B. 作者和同學製作風箏的過程十分順利。

   C. 作者和同學上網查找製作風箏的方法。

   D. 作者和同學經過多次嘗試，才把風箏放上天空。

 11. 這篇週記的內容重點是   

   A. 說明製作風箏和放風箏的方法。

   B. 指出放風箏是有益身心的活動。

   C. 記述作者和同學製作風箏、放風箏的經過。  

   D. 描述作者和同學放風箏時遇到老爺爺的情形。

留意文中第四段老爺爺的話語

內容，以及作者和同學聽了老

爺爺的話後，明白了甚麼。

學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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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無論你到醫院或是診所看病，都會看到有護士陪伴在醫生左

右，擔當醫生的好助手。其實，護士能夠在醫護界中被視為專業人士，

身份受到世人的尊重和認同，有一個人實在是功不可沒呢！這個人就是 

南丁格爾。

南丁格爾在一八二零年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父母是英國人，家

境十分富裕。南丁格爾從小喜歡學習，除了熟習數學、音樂知識之外，

還精通德文、法文、拉丁文等多種歐洲語言。她多才多藝，父母期望她

可以嫁入名門望族，成為一位賢妻良母，可是她的想法跟父母的截然不

同。當時，她只對護理工作感興趣，並立志投身這個行業。不過在十九

世紀，護士被社會視為低下的職業，只有窮人才會去做。因此，當南丁

格爾向家人表明自己有這個意願時，遭到家人強烈反對。即使如此，年

輕的她也沒有放棄理想，並開始周遊列國，到法國、德國、希臘等國家

的醫院考察。她在旅程中體察到病人的需要，使她對要從事護士工作的

決心更堅定了。  

南丁格爾三十歲時，在德國一所護理學校接受護理訓練，然後正式

成為護士。後來，她回到英國，在一所病院擔任護士長。幾年後，歐洲

爆發了戰爭，死傷無數，她毅然接受英國政府的邀請，帶同一些婦女前

往戰地從事救援工作。這次工作為她積累了不少寶貴的救護經驗。戰爭

結束後，南丁格爾在英國開辦了護士學校，致力培育醫護人員，使他們

能運用專業的救護知識和技巧為大眾服務。

南丁格爾一生堅持自己的理想，全心全

意地護理病人、奉獻社會，因此深受後人敬

仰。在她的努力和影響下，護士的社會地位

和形象都大為提升了。

短文：記敍文（記人）

細心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根據文章內容回答第 7 至第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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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文中第二段沒有從哪一方面介紹南丁格爾？ 

  A. 家庭背景   B. 社會地位  

  C. 個人愛好   D. 個人成就   

 8. 文中第二段和第三段主要寫 

  A. 南丁格爾成為護士的經過及貢獻。

  B. 南丁格爾在歐洲戰爭中的非凡表現。

  C. 南丁格爾到世界各地醫院考察的經歷。

  D. 南丁格爾開辦護理學校的原因和過程。

 9. 作者主要藉本文 

  A. 記述南丁格爾辛勞的一生。

  B. 指出以前人們輕視護士這個職業。

  C. 讚美南丁格爾為社會作出貢獻。

  D. 說明成就偉大事業要有與眾不同的志向。

 10.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A. 南丁格爾通過多種途徑學習護理知識和積累經驗。

  B. 在十九世紀，護士還不是一種正式的職業。

  C. 父母希望南丁格爾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護士。

  D. 南丁格爾為了救援受傷戰士而立志成為護士。

 11. 你認為南丁格爾是個怎樣的人？試舉出一項，並結合本文加以說明。 

 12. 如果你是南丁格爾的家人，你會希望她成為護士嗎？為甚麼？試根據本文內容
加以說明。  

留意作者在文中給予

南丁格爾怎樣的評價。

學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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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

閱讀下面的文字，然後回答問題。

綠海龜屬於海洋爬行動物，由於牠們的肌
肉、脂肪和軟骨呈淺綠色，因而得名。牠們的四
肢扁平，有一個黃綠色、呈橢圓形的外殼。成年
的綠海龜身長七十至一百五十厘米，體重約二百
公斤。綠海龜屬於雜食性動物，以海草和藻類植
物為主要食糧，也會吃一些小型的海洋生物，例
如水母、墨魚、蝦等。

每年六月至十月是綠海龜的繁殖期。牠們擁有獨特的天賦，儘管身處
的地方與出生地距離很遠，牠們也能憑着本能千里迢迢游回出生的海灘。到
了出生地，雄性綠海龜會在淺水的地方聚集，與雌性綠海龜交配。之後，雌
性綠海龜通常在夜間爬上沙灘，用後肢挖一個約半米深的坑洞，然後產下
一百多顆像乒乓球般大小的蛋。完成後，牠們會用四肢翻動沙泥，把坑洞蓋
好，再重返大海。綠海龜會重複這些程序約三至四次，直至繁殖期完結。

綠海龜不會親自孵化產下來的蛋，而是依靠沙灘坑洞內的温度。如果
坑洞的温度較高，裏面的蛋會孵化成雌性綠海龜；相反，坑洞的温度較低，
裏面的蛋就會孵化成雄性綠海龜。然而，不論是綠海龜的蛋或是剛出生的小
海龜，都往往成為其他動物覓食的對象，所以牠們生存的機會很低。每一千
隻自然孵化的小綠海龜中，平均只有一隻能順利成長，加上綠海龜要存活
十五至三十年，才能繁殖下一代，因此綠海龜的數量越來越少，是瀕臨絕種
的海洋生物。

綠海龜是香港水域現存的三種海龜中惟一在本地繁殖的品種。南丫島
的深灣是綠海龜定期產卵的地點，也是華南地區僅餘的數個產卵地之一。有
見及此，政府自一九九九年起，將深灣劃為「限制進入區」，希望讓綠海龜
在每年的繁殖期間安心產卵，免受外界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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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找出適當的四字詞語填在第 1題的橫線上，使句子的意思完整。

	 1.	 為了探望多年沒有見面的好朋友，爸爸不惜	 	從香港前
往英國。

	 2.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綠海龜回到出生地產卵的本領是與眾不同的？

	 	 	

	 3.	 文中第一段沒有從哪方面介紹綠海龜？

	 	 	A.	 進食習慣		 				

	 	 	B.	 外形特徵		

	 	 	C.	 生活環境									

	 	 	D.	 命名原因		

	 4.	 文中第二段主要是說明	 。

	 5.	 根據文章內容，在橫線上填寫「綠海龜」的資料。

名稱 綠海龜

繁殖期 每年	 	月至	 	月	

繁殖地點 出生的	 	

孵蛋方法 依靠	 	孵蛋		

	 6.	 在孵化綠海龜蛋的過程中，坑洞內的温度會對綠海龜構成哪方面的影響？

	 	 	A.	 外形																

	 	 	B.	 性別	

	 	 	C.	 生存機會											

	 	 	D.	 覓食習慣

1分

1分

1分

1分

1分

4分

評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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